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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消费先锋品牌”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响应国家新发展理念，倡导和推广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宣传品牌可持续

发展理念、技术创新升级为主旨，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新消费先锋品牌”融媒体传播

服务方案，为致力于提供低碳节能、健康环保、科技智能等高质量产品以及提供智能、快捷、共享创新

服务的企业提供总台品牌传播方案。 

“新消费先锋品牌”方案将依托总台《新闻 30 分》等权威新闻资源，打造新发展理念传播服务专

区，汇聚朝阳行业优势品牌，每日固定与消费者见面；定制精品公益广告，辅助提升品牌的公益形象。 

企业可以借助总台新闻资讯、晚间黄金档资源，新媒体等优质资源，自由组合形成传播矩阵，集中

传播企业品牌的绿色属性、技术优势等；还可以拥有“新消费品牌主张”周末专属独家长秒广告时间，

讲述品牌新发展理念和成果，让消费者身临其境感受新时代品牌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合作要求 

1、 合作企业的产品、服务需符合“新消费”主题，践行新发展理念； 

2、 宣传低碳节能、健康环保主题的合作客户须至少拥有一项国家相关部门授予的绿

色食品、有机产品、环保认证产品、节能认证产品等相关质量认证标识；宣传技

术领先的合作客户须提供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技术认证。 

3、 合作企业在两年之内无重大负面舆情； 

4、 本产品限制烈性酒行业投放。 

合作金额 

1、 本产品采取“主资源+自选资源”组合购买方式，合作单元为两个月；合作金额

每两个月 1200 万元起。 

2、 如合作企业为 B to B 的国有企业等，可调整合作期限、广告频次以及资源，合

作金额 500 万元起。 

一、 主资源 

广告形式： 

在 CCTV-1、新闻“新闻 30 分”和 CCTV-4“海峡两岸”栏目内专设“新消费先

锋品牌”宣传时段，对新消费先锋品牌集中展示。广告呈现形式为：每周 5 天播

出“总台 15 秒相关主题公益广告+10 秒合作企业集合 logo+每家企业 15 秒广

告”；每周 2 天播出“总台 15 秒相关主题公益广告+10 秒合作企业集合 lo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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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 60 秒品牌主张”， 60 秒品牌主张短视频可在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发布，

具体条数视企业需求而定。 

投放期： 两个月起 

1、15 秒企业硬广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1、新闻 新闻 30 分中插 
每周 5 天（除周三、周

日）12:00-12:30 
各 1 次/天 各 40 次 

CCTV-4 海峡两岸中插 
每周 5 天（除周三、周

日）20:30-21:00 
1 次/天 40 次 

 

2、60 秒新消费品牌主张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1、新闻 新闻 30 分中插 
周三、周日 12:00-

12:30 
各 1 次/天 各 4 次 

CCTV-4 海峡两岸中插 
周三、周日 20:30-

21:00 
1 次/天 4 次 

央视财经新媒体 短视频切条 1 条 
 

【主资源刊例金额】 1080 万元起／两个月 

二、 自选资源 

企业可通过品牌传播、内容合作及公益宣传等方式，灵活选购、定制自选资源。推荐资源如

下： 

1、 朝闻天下套装资源 

广告时长：15 秒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总频次 投放期 刊例价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套装 
周一至周日 

6:35-8:15 
各 60 次 两个月隔日 

329 万元起 

／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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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CTV-2、4 新闻组合资源 

广告时长：15 秒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总频次 投放期 刊例价 

CCTV-2 经济半小时中插 
周一至周五 

20:00-20:30 
22 次 

两个月隔日 
335 万元起 

／两个月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中插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22 次 

CCTV-4 中国新闻 21 点中插 
周一至周日 

21:00-21:30 
30 次 

 

3、黄金档精选资源 

广告时长：15 秒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总频次 投放期 刊例价 

CCTV-1 黄金档季播节目前 周六、日 20:00-20:06 16 次 周六、周日 

405 万元起 

／两个月 CCTV-2 

消费主张前时段 

（晚间 A） 

周一至周五 

约 19:27 
22 次 

两个月隔日 周末黄金档中插 

（是真的么、一槌定

音） 

周六、日 18:30-19:30 8 次 

注：可在 CCTV-1 季播节目前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2023 年预计播出但不限于以下节目： 

频道 节目 节目类型 总期数 

CCTV-1 

山水间的家 文化旅游探访节目 11 期 

典籍里的中国 大型文化类节目 11 期 

诗画中国 大型文化类节目 11 期 

古韵新声 传统文化节日晚会 具体期数待定 
 

4、季播节目深度合作 

企业可选择与总台电视端季播节目进行内容深度合作，定制合作刊例 1500 万元起。推荐节目如下，

但不限于以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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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健康食品行业：CCTV-2《中国米食大会》 

     《中国米食大会》为一档美食竞技真人秀节目，该节目拟于 2023 年第四季度 CCTV-2 播出，共

12 期。企业可进行冠名、特约等形式合作。 

（2） 面向环保节能相关行业：CCTV-1《山水间的家》 

    《山水间的家》为一档大型文化旅游探访类节目，该节目拟于 2023 年 CCTV-1 晚间黄金档播出，

共 12 期。企业可进行特约及节目板块合作。 

5、公益广告合作 

定制相关主题公益广告，在 CCTV-1、新闻“新闻 30 分”和 CCTV-4“海峡两岸”栏目内隔日播出，

投放期两个月起。合作形式及价格为： 

（1） 公益广告片尾落版，刊例价 210 万元起／两个月隔日； 

（2） 公益广告植入，刊例价 630 万元起／两个月隔日。 

6、新媒体直播定制合作 

    企业可选择与总台新媒体平台进行节目内容合作，定制合作刊例 100 万元起。推荐节目如下，但不

限于以下节目： 

（1） 央视新闻脱口秀演讲节目－《中国 UP》 

    央视新闻推出的一档脱口秀演讲视频节目，已成功推出两季，获得全网好评，企业可以进行冠名，

也可推荐企业家或企业代表参与录制专期，展现企业蓬勃向上的品牌力量。每期约 6-7 分钟。 

（2） 央视新闻行业分析科普节目－《细颗粒报告》 

    央视新闻推出的一档行业分析科普类视频节目，结合 AR 动画等技术手段和对市场的洞察，从企业

看行业，从行业看企业，为网友做好“新消费先锋品牌”市场分析。每期约 3-4 分钟。 

（3） 央视财经企业微纪录节目－《寻找隐形冠军》 

    央视财经推出的一档企业微纪录型视频节目，旨在寻求中国新型产业领航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

企业以及单项冠军等，多维度展示企业成长故事和核心价值。每集约 15 分钟。 

（4） 央视财经企业家访谈节目－《新青年新经济》 

    央视财经推出的一档企业家访谈类视频节目，由财经频道主持人孟湛东邀请当下经济的参与者、见

证者和创造者进行对话，传递青春正能量。每集约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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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回报 

以上节目合作，可为企业定制一期节目或在直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也可体

现企业口播、字幕以及环节定制等，同时在央视新闻或央视财经客户端和第三方新媒

体平台进行发布。具体价格根据双方沟通合作形式，以专案核算为准。 

新媒体直播定制

合作刊例： 
100 万元起 

说明： 

一、 合作客户产品认证审查材料参考《“新消费先锋品牌”相关技术认证标准、食品资质标准》，具体内容详见附

件。 

二、 本方案代理费率 10%。 

三、 电视端： 

1. 具体播出时间以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2. 方案广告如有错漏播按《电视广告错漏播处理办法（试行）》等总经理室相关规定处理。 

四、 新媒体： 

1. 总台新媒体定制直播所涉及的节目制作相关费用由客户承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相关数据拥有知晓及使用权，合作方如需对外公布数据，需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

理室备案。 

3. 总台新媒体只负责内容发布，如平台方依据其相关商业规则对内容进行屏蔽或限流，则由企业自行承担。 

4. 内容定制不得过于商业化，若因商业化问题导致内容不能发布，责任由企业承担。 

5. 客户端回报须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报备排期并提前三个工作日提供通过广告审核的素材。 

6. 对于该报道项目的宣传活动须以总台新媒体宣传内容和进度为准，企业可以使用经总台新媒体（如央视新

闻新媒体）和总经理室确认的海报进行商业宣传，不可擅自将海报内容进行修改（海报中可体现企业联合

logo），若因企业擅自宣传导致的相关问题，由企业自行承担。 

7. 企业可以在由总台新媒体（如央视新闻新媒体）及总经理室确认过的平台上推广此次直播。 

8. 新媒体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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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消费先锋品牌”相关技术认证标准、食品资质标准 

 

一、总体要求： 

1、 企业产品质量需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管标准 

2、 企业无环保类行政处罚或网络负面新闻。 

3、 企业无其他诚信问题、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为。 

 

二、细分要求 

（一）食品类产品 

1、产品范围如大米、水果、蔬菜等，建议符合“绿色食品”要求，提供由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来源：《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 

 

2、产品范围如奶制品、茶叶等，建议符合“有机产品”要求，提供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可以

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的机构颁发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机食品基地生产认证、有机食品

加工认证、有机食品贸易认证）。（来源：《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3、涉及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的产品，

建议原材料采用非转基因作物，并提供对应按照《SN/T 1204-2016 植物及其加工产品中转基

因成分实时荧光 PCR 定性检验方法》检测转基因成分未检出的报告。 

4、其它认证，如涉及进口的胶原蛋白食品、宠物食品等，建议提供 BRC（食品安全全球标

准）AA+认证、IFS（国际食品标准）认证 

 

（二）农产品类产品 

1、产品范围如猪、鸡、鸡蛋等，建议符合“无公害农产品”要求，提供省级农业农村行政

部门及其所属工作机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来源：《无公害农产品认定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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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范围如平谷大桃、仁化白毛茶、兴安甜玉米等，建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

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要求，提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知

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证书（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发）/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核发）资料，并按照对应标准进行产品质

量检测，提供全项合格的质检报告。（来源：《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农产

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 

 

（三）日常流通及环保类产品 

1、产品范围如地板、陶瓷、涂料等日常流通产品，建议符合“环保产品认证”要求，提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颁发的《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书》（来源：《中国环境标志使用

管理办法》）。 

                              

2、产品范围如空气净化器、垃圾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备和家具、建材、轻工等环境有利

产品，建议提供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CQC 环保产品认证》；（来源：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官网）。 

                             

3、产品范围如水、空气、噪声污染治理产品或环境保护材料和药剂等，建议提供由中环协

（北京）认证中心提颁发《CCEP 环保认证》（来源：《关于调整环保产品认定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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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板材类产品，需按照国家标准 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对

室内用人造板及其制品的甲醛释放量进行检测。该标准显示其中最严格的是 ENF 级，限量

值为≤0.025。其次为 E0 级，限量值为≤0.050。E1 级（限量值≤0.124）为最低限量标

准，即达到 E1 级标准才允许上市销售。建议其产品甲醛释放量至少符合 E0 级标准。 

 

（四）电器类产品 

1、产品范围如空调、led 灯、风管机等，建议符合“节能”等能效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1）企业旗下所有品类的相关产品需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

布的《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从事生产销售。 

（2） 企业旗下所有电器产品品类凡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实

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下，需包含能够达到 1 级能效的产品或者提供相应品类的节

能产品认证证书。（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

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及相关实施规则的通知》 

                          
（3） 企业自身需持有节能减排、节能省电等相关方面的经权威部门认可的技术证明，比

如专利证书、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科技查新报告等。 

2、产品范围如坐便器、洗碗机、洗衣机等，建议符合“节水”等能效相关要求，具体如

下: 

（1）企业旗下所有品类的相关产品需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发布的《水效标识管理办法》从事生产销售。 

（2）企业旗下所有电器产品品类凡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

联合发布的《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下，需包含能够达到 1 级水效的产品或者提供相

应品类的节水产品认证证书。（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及相关实施规则的通知》 

                           
（3）企业自身需持有节水等相关方面的经权威部门认可的技术证明，比如专利证书、科技

成果鉴定证书、科技查新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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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汽车类产品 

推荐宣传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同时企业需按照《GB 22757.2-

2017 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识 第 2 部分：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

车》进行生产销售，同时需符合《GB/T 36980-2018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限值》。 

其他本文未涉及到的行业认证标准，可通过总经理室客服人咨询监审部确认。 

 

 


